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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左手倒右手：
广西粮油“处级富豪”的资产腾挪术

日前，微软发布月度安全更新共 7款补丁，修复了 Win原
dows系统、Office和 IE 浏览器等软件中的 34处漏洞。其中，
由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独家发现并通报微软的 Windows内核
高危漏洞 (CVE-2013-3173)也得到修复。迄今，360已十次报
告漏洞而获得微软官方致谢，不仅遥遥领先于国内同行，在全

球杀毒厂商中也排名前列。360安全专家石晓虹博士建议电
脑用户尽快安装补丁，降低系统感染恶意代码的风险。

日前，爱奇艺与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共同举办的“纪

录片与新媒体”全媒体合作分享体验会在京启动。活动将同时

展开主题微纪录片有奖征集活动，并开设爱奇艺独家推出的

手机应用“啪啪奇”作为互动渠道之一，正式开启新媒体与传

统媒体全程嫁接的纪录片多屏传播时代。在网台联动的主流

大趋势下，爱奇艺与 BTV 在内容、产品、运营模式等多方面进
行的深度合作和全新尝试，将能借助双方的平台及品牌力量，

在纪录片这一细分领域，实现优势资源的协同作战，为全媒体

受众了解纪录片开创全新渠道，为纪录片领域注入新活力。

近日，由华人榜国际精英会、华人榜国际中文网、北辰高尔

夫俱乐部联合主办，北京高尔夫球协会支持，文脉东方国际文

化传媒承办，北京兴隆竹梅松商贸中心、蓝带啤酒、西藏冰川矿

泉水、中洋美伊集团赞助支持的“首届华人榜高尔夫精英赛暨

颁奖午宴”日前在北京举办。作为“第 3届剑桥华人榜澳洲行颁
奖礼”的重要推广活动之一，除参赛选手来自北辰高尔夫俱乐

部精英会员外，主办方还邀请了来自海内外各界精英参加了本

次活动，活动在友好与欢快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刘赢）

7月 5 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百特医疗用品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和中国妇女报社联合发起实施的“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百因止血友病患者援助项目”捐赠仪式在京举行。该项

目是通过向中、重度血友病儿童捐助目前全球使用量最大的基

因重组八因子产品百因止，帮助他们尽早开展预防治疗，避免

关节损害及由此而导致的残疾，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地学习和生

活。此次，百特公司将为血友病患儿捐赠款物合计 1289余万
元。自捐赠仪式后至 2014年底，对北京、广州等 15个城市的低
保家庭以及低收入家庭的血友病患儿进行援助。 （张燕）

“2013全国企业党建创新论坛暨全国企业党建工作先进
单位和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表彰大会”7月 6日在京召开。
大会表彰了 2013年度全国企业党建创新示范基地、全国企业
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青岛

华世基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淮北矿业祁南煤矿等单位受

到表彰。会议现场还发布了《2013中国企业党建优秀成果》。本
次论坛主题为“全面提高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 （吴勇）

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于

2013年 7月 5日在北京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责任年会紧扣
“构建责任共识”这一主题，颁出“年度责任领袖”、“年度关注

特别贡献奖”、“年度责任案例”以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选

三榜最佳企业”等个人与机构奖项。劲牌公司成为本届责任年

会的首席合作伙伴。“构建责任共识”这一主题标志着本届年

会试图推进旧规则的打破、新规则的建立，推进更为实际和具

有建设意义的议题。

近日，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中国社会科学报》主办的

“‘易道元’反重力综合养生理论及技术成果汇报研讨会”在京

召开。技术研发企业———上海幻澜电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高科技民营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重力养生修复仪器的

研发和生产。最近开始投入资金，加大电磁节能产品以及商用

电磁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反重力

修复养生床、人体反重力正压修复机舱、室内环境优化仪，借

助“易道元”理论体系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纯物理性修复手段，

减少疾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发生。

中国电子与飞利浦日前共同宣布，中国电子桑达集团与

飞利浦照明合作成立一家以智能道路照明为主营业务的合资

公司。根据合资合同约定，合资公司股东双方注资及持股比例

为：中国电子桑达集团占 70%，飞利浦占 30%。公司主营业务
包括提供与智能道路照明相关的照明产品及其控制系统的销

售和系统集成。合资公司将借助飞利浦的品牌优势和 LED道
路照明领域的创新实力以及中国电子桑达集团对本地市场的

深刻洞察和市场集成应用实力，致力于发展成为一家在中国

领先的以智能道路照明为基础的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供应

商和运营服务商。

7月 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政府、北京润石永道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共同举办了新疆木垒陨石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研讨会暨合

作签约仪式。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索跃认为，

木垒旅游目前暂时处于后发地位，但在国内、疆内、州内旅游

整体形势大好，特别是天山天池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是木

垒可以借势的好机会。因此，借助木垒陨击风暴这一世界性资

源，必须坚持高起点制定规划，科学布局，形成大旅游格局，木

垒陨石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要坚持以现代科学、文化引领，促

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360捕获Windows漏洞第十次获微软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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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木垒借力陨石文化突围

刘礼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企业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企业没有级别之分”。上

级曾两次推荐他担任区商务厅副厅

长，为了企业发展，他都拒绝了。

在刘礼宁看来，虽然区粮油公

司至今尚未注销，但早已等同虚壳

包括刘在内仅存三名工作人员，还

挂着 2 亿多元的银行呆账。刘称：
“我十年时间没有从粮油公司领到

工资，不在其他企业支薪，难道等着

饿死吗？”

作为广西粮油的主管单位，广西

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认为自己并非无

所作为。刘树森 2011年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商务厅已对该公司部分账

目展开三次审计，但审计结果都显

示无大碍，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

审计，将对广西粮油所有账目全面

展开。

到底调查的情况如何？ 2013年
7月 4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广
西商务厅采访时，办公室一位工作

人员请示领导后回复，不方便接受

采访。商务厅为什么不方便？工作人

员笑而不答。

同在商务厅综合办公楼 12 层的
丰润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内，刘礼宁

外出开会，拨通他的电话，对方拒绝

接受采访。

2004年，法院的一纸裁定书，把
广西粮油公司的 43.09%股份转给刘
礼宁名下的梦之岛购物中心，丰润公

司成为纯民营企业。

2004年 11月，广西粮油体系内
多家公司围绕 2459.06万元欠款清偿
的一份《执行和解协议》横空出世。据

此法院裁定，广西粮油以其持有丰润

公司的 43.086%股份作价 940万元 (同
期账面值为 1015.06万元)抵债转让给
广西南宁梦之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梦之岛购物中心”)持有；此
外还将广西粮油所有的广西外贸大厦

第 10—12层办公房产所对应的“广成
公司 7.78%股权”作价 1131.06万元抵
债给梦之岛购物中心所有。

梦之岛购物中心的一位高管亦表

示，这是一场设计感很强的“内部官

司”。据其介绍，广西粮油分期借用套

取了梦之岛计 2459万元，有意不予归
还，人为制造欠债“真实性”。

刘礼宁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

称，当时广西粮油还面临两个重大的

国际官司，因此也确实在内部有过统

一，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保护”广

西粮油资产。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广西粮

油在丰润公司的国有股权彻底退出，

同时也彻底切断了与其另外投资的梦

之岛系企业之间的国有投资产权关

系，从而使后者也变身为纯粹的民营

企业。

记者还发现，广西粮油在加速退

出丰润公司的过程中，并未减少和停

止对丰润公司的“输血”。

一份广西商务厅 2006 年 9月委

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广西粮油所做的一

份审计报告显示，自 2000年 12月起
至 2004年 4月止，广西粮油给丰润公
司和另一关联企业博德兴公司支付资

金中，仅单笔 100万元以上款项就累
计高达 2亿元。

当地一位官员认为，从表面上看，

广西粮油体外公司已经从法律层面与

广西粮油进行了切割。但这些体外公

司直接依靠广西粮油“输血”成长，刘

礼宁本人至今顶着国家公职人员的

“红帽子”，并担任数十家形式上与广

西粮油全无关系的公司的法人代表，

这些公司之间又在股权、资金等方面

相互纠缠，刘正是通过“红帽子”获得

资源，构建不同资产板块，并将这些资

产私有化，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

体，由此实现对整个体系的掌控。

广西粮油 1952 年成立，是一个
拥有特许经营和行政垄断权力的国

有公司，承接茅台、五粮液等名品的

出口，每年配额供应港澳活猪 10 万
头、活鸡 150 万只，公司一度成为全
国粮油系统进出口排名前十的企业。

据该公司多名员工回忆，截至

1998年年底，每年进出口业务规模数
亿元，直接投资了数十家实体企业，

其中“供港活猪养殖基地”项目一直

是其支柱产业。

1998年年底，刘礼宁由广西化工
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职位“空降”广西

粮油，担任总经理兼法人。

2000年 10月，广西丰润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丰润公司”)成
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由广西粮油
绝对控股。工商资料显示，广西粮油

出资 890.5 万元，占比 89.05%；广西
北流罐头厂出资 60万元，占比 6%；
刘礼宁妻子左平及广西粮油原管理

人员共 19 人出资 49.5 万元，占比
4.95%。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获知，丰

润公司成立之初，广西粮油无偿提供

了经营场所和资金。同时，广西粮油

公司全体职工被“一刀切”买断工龄，

整个公司的花名册仅剩下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刘礼宁和书记蒋怀亮二

人。

2000年 11月，丰润公司更名为

广西丰润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并获得了与广西粮油同样的特许进

出口经营权和从事粮油食品外贸业

务的经营范围。

粮油公司原来一位高管告诉记

者，丰润公司经营范围、资质、市场与

广西粮油全面重叠，随之便成了第二

个广西粮油。“实际上一套人马两块

牌子”，这或许是保留广西粮油这个

壳的妙处所在。

据举报者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反映，事实上，在将员工“置换”至丰

润公司后，广西粮油只剩下了刘礼

宁、蒋怀亮两个人，成为了“人数最少

的省级国有企业”。

随后，丰润公司增资扩股，新增

资本全部由私人出资认购，自然人股

东及职工持股会持股比例增加到

52.2%，广西粮油和国营北流罐头厂
的持股比例稀释到 43%。由此，国资
成分开始逐步退出丰润公司的控股

权。

从现有的架构来看，广西粮油体

外孵化的企业集群包括丰润公司为

代表的外贸板块和以“梦之岛”为代

表的商业板块，另外还有一块是房地

产板块。三大板块无一例外均已全部

私有化。

梦之岛序列的商业板块包括梦

之岛购物中心和广西南宁梦之岛百

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梦之岛百

货”) 等 8 家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
广西百货业龙头的梦之岛百货于

1995 年投资设立，随后引进战略投
资者。同样为“广西粮油系”企业，占

有 70%以上股份，刘礼宁同样担任
董事长，共 10 家分店逾万名员工、
年营业额 20 亿元，对外发售的联名
购物卡在卡金额约 8 亿元，持卡人
10 多万。

不可回避的是，梦之岛百货 8 家
公司均发端于广西粮油的国有投

资，并在未经过任何改制的情况下，

经过逐步腾挪，变成了完全的民营

企业。

梦之岛百货商业强大的现金流，

催生出房地产板块。

2003年 2月，南宁馨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馨梦”)成立，
注册资金 800万元，梦之岛购物中心
占股 60%，香港景富置业有限公司占
股 40%，不久香港景富退出，40%股权
由刘礼宁等 14 个自然人接手；2005
年 7月，南宁鑫梦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鑫梦园”)成立，注册
资金 800万元，梦之岛购物中心占股
51%，13 个自然人出资 392 万元，占
49%股份。

工商资料显示，刘礼宁担任 24
家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董事长。他

及妻子左平、女儿刘莎在很多企业都

有注册资本投资、占有股份。

本报记者闵云霄

刘礼宁既是国

有广西粮油的法人

代表、总经理，享受

处级待遇，又是 24

家民营企业的法人

代表、董事长，掌控

资本数十亿元，以刘

礼宁拥有的企业和

财富计，有媒体称之

为中国处级干部中

的“首富”。

目前，广西粮油

仍然为纯粹的国有

企业，但旗下数年间

已形成庞大的企业

资产集群，目前均已

私有化。举报者称，

刘礼宁通过一系列

腾挪，侵吞国有资

产。

两年之前，包括

时任广西壮族自治

区商务厅厅长刘树

森在内的多位高官

表态“正在接受纪

检、国资、商务等多

个部门的联合调查，

政府派出的审计小

组也进驻广西粮油

等企业”，到底查的

结果如何？记者前往

广西商务厅采访时，

相关工作人员却避

而不谈。

《中国企业报》

记者获悉，刘礼宁已

经被免去广西粮油

公司相关职务。“但

是对他影响不大，刘

在其掌控的企业资

产集群尽管已经各

自完全独立，但仍为

其所牢牢掌控。”一

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名义是处理了刘礼

宁，实际上暗中保护

了他，这样一来，他

可以安心干自己的

民营企业了。”

任 家民企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自己起诉自己

“处级首富”身份冲突

法院的一纸

裁定书，把广西粮

油公司的 43.09%

股份转给刘礼宁

名下的梦之岛购

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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